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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铁十八局集团参与建
设的世界五大海水淡化工程之一，

“2036阿联酋水安全战略”的重要工
程——阿联酋乌姆盖万 150MIDG
海水淡化项目主体结构超节点开展

大面积作业，预计年底完成主体结构
施工。

项目大力实施国际化、属地化管
理，实行“楼长制”模式，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确保了工程施工进度。

项目建成后可达到日处理海水68万
吨，日提供洁净饮用水68.2万吨，将
惠及当地百万居民，对于改善当地民
生具有重要意义。

(王超颖 王洪伟)

阿联酋乌姆盖万海水淡化项目全面开启主体结构施工

近日，随着毛家湾大桥最后一片
T梁平稳落下，安慈高速公路石门至
慈利段全线贯通。

据中铁十八局安慈高速项目
负责人介绍，安慈高速公路全长

121 公里，其中石门至慈利段全长
38.5 公里。项目部优化施工组织，
提高复杂条件下作业能力，截至目
前石门至慈利通车段路基和桥梁
建设已完成 98%，将于今年年底建

成通车。
安 慈 高 速 公 路 建 成 后 ，石 门

县将结束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湖 南 省 将 实 现“ 县 县 通 高 速 ”目
标。

安慈高速石门至慈利段全线贯通

企业创新改革是实现更好更快
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提高国有企业经
济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近日，中铁十
八局集团北京公司北京工程管理部
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广大党员对管理

部全面推进集团公司“三大改革”落
实具体实施细则进行研究探讨，明确
提出要把持续推进改革贯彻到底，以
创新的改革精神助推“品质铁建”更
上新台阶。

管理部始终坚持领导班子成员带
头，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引领职责，为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凝聚力量提供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 （刘播 苗雨婷）

国企改革持续发力 各项部署向纵深化推进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
动体现。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
要指示精神，近期，中铁十八局集团

北京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了“光盘行
动”系列主题活动。以拒绝“剩”宴，
谨记“粮”言为主题，宣传动员广大职
工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内容包括组
织广大职工践行“光盘文化”，张贴宣

传标语、坚持“光盘”打卡、统计“光盘
族”名单、动员广大职工制做菜单等
方式开展光盘行动。此举增强了大
家文明就餐礼仪，提升了勤俭节约意
识。 （杨绍航 牛婕）

“光盘行动”进行时 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第三
稽查局通过早部署、早介入、早宣传，
针对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进一步加大
税收违法“黑名单”及联合惩戒制度的
宣传力度，切实提高了辖区纳税人对
依法诚信纳税的认识度和遵从度。

该局上半年接收检查任务45件
次，其中发票类协查案件占比3/4，涉
案企业的上游企业已被主管税务机关
证实虚开。针对年度内税务稽查案件
案源类型的变化，该局及时调整税收

法制宣传重点，对经查实确认取得虚
开发票的涉案企业，在依法查办并做
出税务处理和行政处罚的同时，向其
法人及财务人员开展“黑名单”和联合
惩戒制度及相关税法的宣传讲解。一
方面，广泛宣传增值税发票使用知识，
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强调虚开增值税
发票的危害，提高纳税人辨别发票真
伪的能力及依法用票的自觉性；另一
方面，加强税收违法“黑名单”公布和
联合惩戒制度的宣传，重点从什么是

“黑名单”、什么样的涉税违法行为会
被列入“黑名单”、列入“黑名单”后被
将公布的信息和将受到的联合惩戒措
施等方面进行讲解，营造“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的舆论氛围，进一步扩大了
社会影响和震慑力度。纳税人表示，
此次宣传加深了对“黑名单”的理解，
今后将加强对《发票管理办法》及相关
税法的学习，严格规范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领购、开具和取得，不做“黑名单”
企业。

“黑名单”宣传早介入 促进纳税人提高依法纳税意识

本报鄂尔多斯 10 月 15 日 电
（记者 王玉琢）10月14日，中国工商
银行内蒙古分行与宝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宝丰能源）在鄂尔多斯
市签订300亿元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是工
行内蒙古分行全面落实中央战略部
署、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行动中力度最
大的一次。鄂尔多斯市引进宝丰能源
集团投资673亿元建设“高端煤基新
材料循环经济产业”项目，是近年来鄂
尔多斯市单体投资金额最大的项目，
也是工行内蒙古分行单项资金授信最
大的项目，刷新了该地区单体投资纪
录和银行单次资金授信纪录。

据悉，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是国内高端煤基新材料和化学品制
造领军企业，在宁夏打造了国际领先
的煤基多联产循环经济产业集群，树
立了以煤替代石油生产高端化工产品
的行业标杆。为进一步践行国家能源
战略部署，宝丰能源决定在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工业园区投资建
设“高端煤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项
目4×10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项
目秉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理念，采用国际最先进的
工艺、技术和装备，单套装置（100万
吨/年煤制烯烃装置）及单体装置（400
万吨/年煤制烯烃装置）均刷新全球规
模纪录，成为全球之最。项目设计引
入 5G等先进技术，全新打造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的“智慧工厂”，实现传统
煤化工颠覆性变革，致力成为世界一
流的科技型资源清洁高效利用新样
本。该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已顺利推
进，一期 260万吨/年项目已获核准，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约400亿元，纳税近50亿元，解
决当地社会就业10000余人。将有力
助推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引领
行业高质量转型升级，并为进一步降
低国内高端化工品进口依赖、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作出新贡献。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与宝丰能源签订
300亿元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胡日查 安华祎

金秋时节，大地流金。漫步在乌兰浩
特市义勒力特敖包山农旅融合示范区，满
眼都是随风起伏的稻浪；登上观景台俯
瞰，远处“兴安盟大米、内蒙古味道”彩色稻
画清新别致，展现出诱人的品牌形象。

家住敖包山稻田公园附近的义勒力
特镇幸福嘎查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可新此
时也正在自家庭院里忙活着，给水稻锄
草、喂牛羊，“生活越来越好，除了种地我还
养上了牛和羊，农闲的时候到双特米业干
点活，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依托天独厚
的绿水青山“金钥匙”，以敖包山为核心区，
打造农旅融合田园共同体，走上乡村振兴
快车道。而这仅仅是兴安盟践行新发展
理念，踏上高质量建设全面小康的一个缩
影。步入新时代，兴安盟各族干部群众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千方百计谋发展，凝心聚力搞建设，
真情实意促团结，经济社会和群众生活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活力迸发的兴安盟，正在北疆大
地上展现幸福生活变迁的美好画卷。

沐浴党恩谋发展
兴安盟，是新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

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地。
在近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蒙、
汉、回、满、朝鲜等3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
口比例占48%。就在几年前，还是一个

“少边穷”地区的兴安盟，今天是如何实现
华丽转身、走上全面小康之路？

这答案在顶层设计的落地有声中。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抓好学
习、准确领会，是兴安盟贯彻落实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
粒扣子”。上党课、作宣讲、搞研讨；说心
得、谈体会、开座谈……兴安盟从上到下
部署、由点到面践行，一次次学习、一项项
举措、一次次推动，落棋弈子，切中肯綮。

这答案在干部群众的统一认识中。
记者来到科右前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时，一场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的理论宣讲正在进行。屋外，是连绵细
雨；屋内，却是聚精会神，60多位党员群众
代表围坐在一个个方桌前全神贯注地倾
听，不时传来阵阵掌声。“学了总书记的讲
话很受鼓舞、干劲十足，下一步怎么走我
们就有方向了。”“吃透中央精神、时刻对标
对表，搞清楚‘干成什么’‘怎么干’，我们才
不会走弯路、不会错失良机。”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兴
安盟已经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

这答案在脱贫群众的幸福生活中。
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常胜移民新村王志
玲一家4口曾一直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

2017年，在镇政府的帮助下，她和其他贫
困户们一起搬进了新村聚居点，开启了新
生活。王志玲喜笑颜开地说：“搬了新
家，政府还给我们产业扶持资金，让我们
发展产业。刚开始我买了19只羊，每年光
羊的收益就有2万元，繁殖到现在已经有
百十来只了，家里还有30亩地。没有党和
政府，就没有我现在的好生活啊！”

在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一位老党
员告诉我们：当年党领导兴安人民干革
命、搞建设、谋发展，今天又带领兴安人民
脱贫攻坚，派干部、给资金、送科技、帮项
目，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在的好日子。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村民们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脱贫不忘总书记，
致富感谢共产党！”

逐梦小康共奋进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也是做

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关键。近年来，兴
安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实现小康，
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的殷殷嘱托，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加快发展的使命感，
全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

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代钦塔拉嘎
查党支部书记郭海玉，在政府的扶持下，
带头成立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父老
乡亲脱贫致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随着
《枫叶红了》被搬上了荧屏。

蒙绣是蒙古族特有的刺绣技艺。巴
彦呼舒镇乌逊嘎查的绣娘白喜荣现在干
完农活儿的时候就耗在刺绣上。她拿着
《花开牡丹》蒙古族刺绣图纸兴奋地对我
们说：“现在，每年仅刺绣一项就增加1万
多元的收入。”201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科
右中旗成立了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服务
协会和祥瑞刺绣扶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建起王府刺绣扶贫车间，采取“企业+协
会+基地”的发展模式，让2895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人均年收入提高了2000元。眼
下，这个旗2.1万多名农牧民从事刺绣工
作，在针线交错间绣出了花样的美好生
活。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近年来，
兴安盟争取少数民族发展资金4.3亿元，
全面落实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别化政
策，重点扶持少数民族聚居区实施特色种
植业和养殖业、民族医药、民族特色产业
建设等项目，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
础。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
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
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行走

在兴安大地，随处可见民族团结进步的标
语，随处都能感受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
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欣欣向荣景象。

走进科右中旗巴彦敖包嘎查的民俗
馆，展厅木门上钉着传统的汉地铆钉，旁
边的窗户雕花却是蒙古族风格；展厅内既
有汉族喜用的独轮车，也有蒙古族常用的
勒勒车；既有汉族的二胡，也有蒙古族的
四胡和马头琴；刺绣花纹更是蒙汉图案都
有……“历经多年的相处融合，如今这块
土地上各民族已难分彼此，大家的共同愿
望就是齐心协力，把家园建设好。”科右中
旗旗委书记白云海说。

在科右前旗的兴科社区服务中心，宽
敞的排练大厅里琴声悠扬，身穿民族服装
的居民正在排练安代舞。这个建成于
2008年10月的社区，下辖11个住宅小区
10580名居民。其中少数民族居民占
52%，进城牧民占到31.2%。能歌善舞的
少数民族，习惯了草原上的自由，本来担
心进城后没有场地，谁知在社区服务中心
里，一样找到了这份快乐。各民族间的文
化交流，不仅传承和发展了民族传统，更
提升了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宿
感和自豪感，让小康生活的成色更足、质
量更高。

在兴安盟各地，大部分干部群众都会
讲流利的汉语和蒙古语，倘若不是各自说
出民族，根本分不清谁是汉族、谁是蒙古
族。

“团结是不变的初心，幸福是永远的
追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
关系，如阳光、空气般融进兴安人民的生
活中，流淌在各民族群众的血液里。各民
族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强大动力，成为兴安盟稳定发展的
基石。

绿色发展谱新篇
绿色，生命与希望的象征，是全面小

康的底色，也是兴安盟的立盟之本、发展
之基。

“以前，我们曾经守着好山水，过着穷
日子。”说起过去的生活，63岁的科右前旗
大石寨镇三星村村民孙显富直摇头。可
是自打镇里打造面积5.1万亩集中连片林
果长廊，建起年产鲜果汁500吨的果汁加
工厂和年贮存400吨鲜果的保鲜库，老孙
的“钱景”来了。“100亩果树、110亩苗木，
这座‘花果山’每年给我家带来100多万
元的收入呐！”

生态饭才是长久饭。科右前旗绿色
发展下的产业探索，让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的同时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更
印证了生态就是兴安盟最大的潜力和优

势。
绿水青山的回归，也为科右中旗“做

好牛文章”增添了产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以前沙化、盐碱化严重，养的羊也多，草场
退化，有风就起沙，出门就是荒野漫漫。
最多的时候养羊200多只，但一年收入也
就5万多元，现在养牛12头，加上30亩
地，一年收入最少也十来万。现在生态环
境也明显改善，住的也舒心了。”巴彦茫哈
苏木哈吐布其嘎查好特老艾里村民朱刘
山一见到记者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生
活环境改善了，收入增多，朱刘山推倒了
原来的土坯房，盖起明亮的砖瓦房，围着
房子周围种植的农作物，风起绿荡漾，一
派田园风光。

生活富了，“牛文章”写得更有劲儿
了。近年来，科右中旗紧紧围绕兴安盟

“两米两牛”的产业思路，将肉牛产业作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贫困发
生率从2014年的17.3%下降到目前的
0.13%，“牛文章”牵住了科右中旗脱贫奔
小康的“牛鼻子”。

阿尔山市是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尽
管遭受疫情影响，这里的旅游季并不冷
清。在阿尔山市白狼镇林俗文化公司的
树皮画制作车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白狼
树皮画传承人李艳红正在埋头剪贴制作

“金陵十二钗”肖像画，一个个体态婀娜的
佳人跃然画上，栩栩如生。“现在游客来得
多，我们纯手工制作的树皮画供不应求。”
公司副经理贾志岭告诉记者。

“早就从板夹泥房搬进新楼啦。厨房
用的都是电器，还能洗热水澡，上厕所也
不用去外面了。”放下斧头、锯子，拿起铁锹
和镐，砍树人变成了护林员，伊尔施镇林
业职工郭永财对眼下的日子心满意足。

“阿尔山旅游越来越火了，现在饭店每月
净利润1万元左右，下一步我还准备扩大
经营规模。”通过开特色饭店快速脱贫致
富的赵国强喜上眉梢。

好生态也能富口袋。秉承绿色发展
理念，受益良好生态环境，转型后的阿尔
山市全域变景区，红色游、乡村游、民俗游，
美丽经济风生水起，贫困人靠吃生态饭脱
贫，2019年正式退出国贫旗县序列。

倾力而为，必有斩获。充分发挥生态
资源优势，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
坚持走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脱贫致富
新路，兴安盟各地正展现出“绿富同兴”的好
光景，老百姓的日子正越过越红火。

“天上有美丽的白天鹅，地上有哺育
我的洮儿河，稻浪草浪绕毡房，羊鞭赶着
白云朵……”如今的兴安盟天蓝、地绿、水
清、景美，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发出啧
啧称赞：北国风光、江南盛景。美丽山水
间、兴安大地上，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一曲绿水青山
与乡村振兴的和谐乐章正在激昂奏响。

携手同心共绘幸福生活画卷携手同心共绘幸福生活画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之兴安盟篇之兴安盟篇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于萍

喂完一圈牛犊，又给另外两圈大牛添料，张艳干起活来干净利
落。在两个牛圈间狭窄的过道里，张艳驾驶机动三轮车娴熟地前
行、倒车，她边开车边自嘲说，这是长年累月练出来的技术。

谁会相信，眼前这位风风火火的女人，单枪匹马地把120头牛
经营得膘肥体壮，以前是被纳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张艳家住开鲁县辽河农场三分场，2007年结婚。为了多一些
收入，新婚燕尔的小两口把耕地留给父母耕种，自己搬到牧铺生活：
丈夫许敏放牧6头牛，张艳放养100多只鹅。牧铺里没有电，生活艰
苦，但夫妻俩心气儿高、干劲儿足。

2008年，女儿呱呱坠地，夫妻俩卖掉牛和鹅回到三分场生活，
边种地边跑运输，生活平静而幸福。

2014年，在儿子出生后不久，意外接踵而至：家人生病住院、接受
手术，欠下了10余万元的外债；许敏驾驶的机动车与酒后驾驶摩托车
逆行的小伙相撞，造成对方身受重伤不治身亡。25万元的赔偿款，像
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压得一家人透不过气来。张艳说，那会儿是真难，
感觉天都要塌了，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婆婆急的直哭，但能怎么办呢，
毕竟人家失去了才26岁的儿子。”有眼泪也得往肚子里咽，扛不住也
得扛，月子中的张艳四处筹钱，分3次足额赔偿了对方。

2014年年末，负债累累的张艳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人二次手术自付费用大幅减少了、发展产业有了政府贴息贷款、
女儿上学有了交通和伙食补助、生活必需品可以凭积分到“爱心超
市”兑换……党的扶贫政策，让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张艳有了希望
和力量。

光靠种植35亩地的玉米，何时才能把债务还清？见亲属养牛、
贩牛赚了钱发了家，张艳心动了。2017年10月，张艳再次举债，从
亲戚家借了10万元钱，加上政府扶持的6万元贴息贷款，买回20头
牛，在养殖小区承租了房舍。虽然有养牛经验，但放牧和舍饲还是
有区别，两口子买书研究、到养殖户家里学习。2018年，她家出栏2
批育肥牛，纯利润达到5万元。后来，两口子又花6万多元买了一辆
二手运牛车，张艳在家养牛，丈夫去外地抓牛、然后到牛市转手销
售。“第一次去抓牛，他就受伤了，没有经验。”“今天又去克什克腾旗
了，一个人开车要走上8个小时才能到。”张艳说，虽然辛苦，但跑上
一次总能挣个三五千元。

丈夫跑外贩牛，一走就是好几天。拌料、喂牛、清圈、防疫、接
生……家里所有与牛有关的活计，全都落在了张艳的肩上。“每天清
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拌料、喂牛，然后送孩子上幼儿园。有时忙的早饭都顾不上
吃。”张艳说，付出就有回报，一头牛养上五六个月再出手就能挣上七八千元。
2019年“三八”妇女节，张艳被场党委和妇联评为“脱贫之星”。这一年，她家育肥
牛出栏60头，实现家庭收入40多万元，不仅脱了贫，还还清了所有外债。

如今，张艳养牛技术成熟，经验丰富，许敏贩牛也轻车熟路了，日子越过越“牛
气”。说起今年的收入，张艳开心地笑了：“60万元没问题。困难的时候，请人上
次饭店心疼肝儿疼的，现在想下馆子说走就走。”

脱了贫的张艳，不忘对父老乡亲拉上一把。
同场的冯建宇患肾病综合征，每个月进京治疗一次，每次门诊医药费就要花

上四五千元。在张艳的鼓励下，2020年6月，冯建宇买回6头牛，也走上了养殖育
肥牛脱贫致富之路。张艳抽空就过去看看，手把手教拌料比例、防疫常识等。到
目前，张艳带动起来的养殖户已有10户，养殖规模5至40头不等，其中两户贫困
户已通过养牛脱贫。

张
艳
：
从
贫
困
户
变
身
致
富
带
头
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本报巴彦淖尔10月15日电 （记
者 韩继旺）这两天，巴彦淖尔市中河
番茄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开足马力，工
人们忙着洗选、拣杂、取样检测、灌装，
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厂区里桶
装的新品番茄酱堆码成方，整齐划一，
等待外调出海。

“我们从8月5日就开机生产了，持
续40多天，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今年
预计生产4500多吨番茄酱，七成用来
出口。”公司的通关员邸鑫锋介绍，“生
产季还没结束，海外客户的订单就来
了，来自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多
些。此外，我们还打开了非洲市场，已
经有260多吨番茄酱首次销往尼日利

亚和埃塞俄比亚。”
据乌拉特海关汇总，今年以来，河

套番茄酱开始“走红”非洲市场，出口目
的地国由原来的喀麦隆和苏丹2个，增
加到现在的8个，新增科特迪瓦、塞内
加尔、毛里求斯等6个国家，出口创汇
800多万元。

河套平原光热水土资源禀赋得天
独厚，生产的番茄酱以酸甜适度、营养
丰富、风味独特而闻名中外，是我国第
二大番茄生产基地。今年，海关备案出
口番茄制品原料种植基地达14万亩，
预计生产番茄酱75万吨，远销东南亚、
欧盟、东盟以及日韩等近海市场，辐射
39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助力河套番茄酱开拓海外新
兴市场，扩大占有份额，乌拉特海关
在“种、产、销”端采取线性检验监管
模式，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市场
竞争力。

“从种植基地备案审核，到青苗
病害监测，再到生产季动态监管和成
品出口，我们做到了‘源头可追溯、查
管进车间、流向存底账’，并对标境外
检 验 认 证 标 准 ，筑 牢 舌 尖 上 的 安
全。”乌拉特海关监管四科科长祁海
波介绍。

乌拉特海关同时密切关注疫情期
间境内外贸易动态和发布的质量安全
预警信息，采集、梳理和研判各贸易国

政策调整和技术性管制措施，面向出口
企业精准推送和宣介，引导企业瞄准市
场靶心，规避贸易风险。用足用好原产
地优惠政策，提高“经济护照”的签证效
能和应用率，让产品在海外快速通关，
出得更多、走得更远。

据乌拉特海关统计，今年1-8月，
河套番茄酱出口贸易值达1.7亿元，同
比逆势增长86%。

巴彦淖尔扩大贸易“朋友圈” 河套番茄酱“走红”国际市场


